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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

成都（17时）
AQI指数 95 空气质量：良

16日空气质量

同呼吸

成都主城区
AQI指数 138—168
空气质量等级：轻度至中度污染
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；
川南大部、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；
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；
攀西高原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；
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。

（数据来源：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）

17日空气质量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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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5日，末伏开启，四川高
温酷暑模式还在持续。当天，达州
市渠县气温飙升到43.5℃，追平四
川历史最高气温纪录，成都简阳也
热到了43℃，创下成都之最。

末伏第一天，“火力”全开的四
川到底有多热？数据来见证！

一天41个县站气温破纪录

在这场高温“持久战”中，破纪
录已成为“日常”。

记者从四川省气候中心获悉，
8月15日，全省156个国家基准站
中，有41个县站刷新本县单站历
史纪录，其中有25个县站已是多
次破纪录，还有16个县站是“新面
孔”。这16个县站多集中在盆地
东北部，分别是渠县、广安、高县、
平昌、安岳、邻水、宣汉、射洪、开
江、乐至、蓬溪、旺苍、宜宾、通江、
苍溪、江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8月15日，渠
县最高气温达到43.5℃，此前当地
最高气温出现在2006年 8月 15
日，为 42.7℃，这一次直接超了
0.8℃。虽然这是渠县今年首次破
高温纪录，但不破则已，一破惊人，
这个首次，不仅刷新本站历史极
值，还追平了四川历史最高气温纪
录。

成都简阳则是破纪录榜单上
的“常客”。此前简阳站的最高气
温纪录是2006年8月12日创下的
40.3℃，今年7月6日，这一纪录首
次被刷新，之后，在7月15日、8月
9日、8月10日、8月12日-8月15
日，也是接连热出新高度，8月15
日，简阳热出了43.0℃的新纪录。

成都尚无人工增雨条件

就成都而言，也几乎是“集体
破纪录”。

据成都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
显示，在本轮高温到来前，成都简
阳、新都、双流、彭州、崇州、都江堰
已在7月上旬至中旬的那一轮高
温中热出历史新高。在本轮高温
过程中，除蒲江、都江堰外，成都其
余区市县的最高气温都刷新了历
史纪录。除简阳外，金堂、龙泉驿
也都突破了40℃大关，温江也是
首次超过了38℃。

大家都盼着一场雨来“退烧”，
天公不配合，人工增雨行不行？

成都市气象台表示，人工增雨
确实对缓解高温有一定作用，但是
人工增雨可不是想增就能增，需要
在合适时机将“云变成雨”。

人工增雨有两个关键条件：一
是空中要有云，云中要有足够的
水，并且云层厚度至少要大于2公
里，有足够的上升气流；二是有合
适的作业时机。

成都市气象台表示，从这段时
间的气象条件来看，成都大部分地
区云量较少、云层较薄、云中水汽
含量较少，无法满足人工增雨的作
业条件。只有在有“降雨云团”出
现，且不影响航空安全的情况下，
才能开展人工增雨作业。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

实习生 周吴军艳

末伏第一天“火力”全开

四川41个县站热出新高度

8月15日，末伏第一天，成都简
阳站最高气温达到43.0℃，是今年来
第9次刷新当地最高气温历史纪录。

“8月12日-15日，简阳站的最高气
温每天都在破纪录。”简阳市气象台
副台长杨婷说。

这个夏天，在成都各区市县的高
温排行中，简阳站的热度“数一数
二”。8月16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
闻记者来到简阳国家气象观测站，看
看这破纪录的高温是怎么测出来的。

简阳国家气象观测站位于山顶，
四周空旷，没有高的建筑物遮挡，这
也是气象观测站选址的“硬性指标”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约300平方米
的观测场内，安装有百叶箱、雨量传
感器、酸雨自动观测仪、日照传感器、
地温场等多种气象观测仪器。空气
温度测量就在百叶箱中进行。

“百叶箱距地1.5米，能防风、防
雨、防止太阳直射和地面反射，同时
还能保证空气流通，在防止其他因素
干扰的情况下真实反映大气温度。”
杨婷说。

百叶箱内放有3支高精度温度计
和1支湿度计，测得的空气温度数据
通过数据采集器传输到电脑端实时

显示出来。16日14时40分许，记者
实地测量地面温度为57.5℃，而计算
机中记录的大气温度为40.5℃。地
温测的是太阳直射后被地面吸收增
热后的地面温度，“这就是气温与地
表气温的区别。”杨婷解释说。

为何体感温度和气温相差较
大？对此，杨婷表示，体感温度除了
与大气温度有关外，还和湿度、风速、
太阳辐射有关。

为何成都最热的地方总是简
阳？杨婷表示，简阳站的海拔高度是
成都市所有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最
低的，“在下沉气流的影响下，气团从
高空到低空的绝热下沉增温现象，使
得近地面的气温明显升高，海拔高度
最低的简阳升温现象更明显。”

此外，由于简阳站白天的基础气
温高，加上近期风速小、热量交换少，
夜间温度也会更高，热量叠加，因此
简阳日最高气温总是很突出。从气
候特征和地理位置来看，成都位于青
藏高原边缘，自西向东由高原过渡为
平原，海拔急剧下降，因此温度本来
也呈现西低东高的变化特征。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

实习生 周吴军艳

7 星 彩 第 22094 期 全 国 销 售
16048282元。开奖号码：416331+14，二
等奖4注，单注奖金126027元；三等奖16
注，单注奖金3000元。300238426.75元奖
金滚入下期奖池。

排 列 3 第 22218 期 全 国 销 售
37451510元。开奖号码：745。直选全国
中奖11114（四川628）注，单注奖金1040
元；组选 6 全国中奖 38811（四川 2443）
注，单注奖金173元。43501188.07元奖
金滚入下期奖池。

排 列 5 第 22218 期 全 国 销 售
15495276元。开奖号码：74529。一等奖
71注，单注奖金10万元。364577310.14
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。

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7
日，逾期作弃奖处理。

连续4天破纪录

成都最热的地方为何在简阳？

华西都市报讯（记者 王祥龙 见
习记者 冷宇）据四川德阳气象台消
息，8月14日下午，德阳市中江县最
高气温达到41.2℃，这是今年内当地
最高气温第六次被刷新。8月16日，
记者从德阳市某医院获悉，8月14日
晚，该医院收治了两名热射病患者，
其中一人因病情危重，经全力抢救后
仍不幸离世，另一人目前仍在ICU抢
救。

据介绍，两名热射病患者一男一
女，都是70多岁的老人，居住环境十
分闷热，且没有采取有效防暑降温措
施，送医时均已出现意识障碍。

8月16日，德阳气象台发布关于

热射病的提示。热射病是高温相关
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，即重症中暑，
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
调节功能失衡，产热大于散热，导致
核心温度迅速升高，超过40℃，伴有
皮肤灼热、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
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，是中暑最严重
的类型，一旦发生，死亡率极高。

德阳气象台提醒，如在高温环境
下出现头晕乏力、精神恍惚、严重的
口渴和出汗多等先兆症状时，应尽快
转移到阴凉环境下，多喝含盐分的饮
料或水。如出现体温持续升高甚至
超过40℃、头痛、肌肉痉挛、呼吸浅
快、恶心等情况，应及时就医。

高温+居住环境闷热

德阳一老人因热射病死亡


